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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existing engineering specialty is to
reform and innovate, so a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and compound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with
strong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the training requirements of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and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his paper adopts the project-based teaching mode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training of “new engineering” in the construction equipment automation system course of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 and energy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and makes clear the project-based content setting, project-based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and assessment mode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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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工科建设中对现有工科专业的要求是改革创新，以培养创新能力强和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本文基于新工科人才的培养要求和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目
标，采用项目化教学模式对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进行了“新工科”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明确了课程的项目化内容设置、项目化具体实施及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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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工科可以说是“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 2.0 版，对于现有工科专业，新工科要求推动其改
革创新。相对于传统的工科人才，未来的新型经济与产业及高度发展的社会需要的是工程实践能力强和
创新能力强，并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1]。因此，新工科为应用型本科高
校的高等工程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机遇，在对应用型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过程中，
引入项目化教学模式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与“新工科”人才的培养目标相一致。
应用型本科高校与学术型本科高校不同，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的是具备一定应用理论知识储备的具
有应用能力的人才，而学术型本科高校培养的是具备一定理论深度知识储备的人才，这与定位为普通本
科高校的培养目标有着本质的不同。应用型本科高校与学术型本科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的不同，直接
决定着课程目标的不同。
本项目化教学模式基于新工科建设背景，从应用型本科的课程目标出发，对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专业的《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明确了课程的内容设置、课程的具体实施及
课程的考核方法。项目化教学在《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中的实践运用对课程在行业中的应用及行
业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 项目化教学设计
2.1. 课程内容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建设与应用型专业的建设密不可分，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是土木工程一
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本专业范围主要包括：建筑环境控制、城市燃气应用、建筑节能及建筑设施智能
技术等领域，是我国土建领域人才培养的支撑专业[2]。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专业的一门专业性极强的课程，也是面向行业、面向建筑行业工程应用的工科课程。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建筑设备自动化技术、空气调节设备的监控；空调冷
热源和水系统的监控；机械通风和动力设备的监控、建筑给水与排水系统的监控、建筑照明与供配电系
统的监控等。《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空气调节设备的监控；空调冷热源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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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监控；机械通风和动力设备的监控、建筑给水与排水系统的监控、建筑照明与供配电系统的监控
的施工图的识读与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能够独立完成空气调节设备的监控；空调冷热源和水系统
的监控；机械通风和动力设备的监控、建筑给水与排水系统的监控、建筑照明与供配电系统的监控施工
图的识读与设计，以具备具有创新理论知识储备的实际工程项目应用能力强的工程素养。

2.2. 课程单元设计
项目化教学是基于“做中学”理论的一种教学模式，是教师通过发布一系列课程单元项目任务，学
生以项目组为单位，根据教师的引导主动获取相关知识，并完成完整的一系列课程单元项目任务的教学
活动。把工程项目任务融入课程，在课程学习中完成整个项目任务。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专业课，少学时，共 32 个学时，每
次课为 2 个学时，共 16 次课。因此，把每次课设计为一个课程项目单元，本项目化教学共设置了 16 个
课程项目单元，每个课程项目单元均是新的系统知识内容。《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项目单元设计
如表 1 所示。
Table 1. Program unit design of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表 1. 《建筑智能化技术》课程项目单元设计
序号

项目单元编号

项目单元

项目单元训练任务

1

单元一

BAS 基本部件

传感器、执行器与控制器端口间的连线

2

单元二

通风机监控系统

通风机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3

单元三

风机盘管监控系统

风机盘管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4

单元四

新风机组监控系统

新风机组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5

单元五

定风量空调机组监控系统

定风量空调机组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6

单元六

变风量空调机组监控系统

变风量空调机组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7

单元七

冷却水监控系统

冷却水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8

单元八

一次泵定流量冷冻水监控系统

一次泵定流量冷冻水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9

单元九

一次泵变流量冷冻水监控系统

一次泵变流量冷冻水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10

单元十

二次泵定流量冷冻水监控系统

二次泵定流量冷冻水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11

单元十一

二次泵变流量冷冻水监控系统

二次泵变流量冷冻水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12

单元十二

空调热源监控系统

锅炉与换热器的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13

单元十三

VRF 监控系统

VRF 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14

单元十四

建筑给排水监控系统

建筑给排水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15

单元十五

照明与供配电监控系统

照明与供配电监控原理图与监控点表

16

单元十六

平面图与系统图

平面图的绘制 系统图的绘制

3. 项目化教学的实施与考核
3.1. 项目化教学的实施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采用项目化教学。项目化的实施分为两部分，一
部分是课程内的项目化实施，即课内项目化设计，课内项目化设计任务，包括课程实施过程中的课程单
元项目设计任务；另一部分是课程外的项目化实施，即课外项目化设计，课外项目化设计任务由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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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由组成的项目团队为单位来完成，项目团队成员相互配合，通过合理分配项目任务，共同完成一个
完成的建筑设备自动化（BuildingAutomation, BA）项目设计任务。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项目化实施，课外项目化设计任务的项目化实施与课内项目化设计任
务的项目化实施相结合，以课内项目化设计为主线，学习 BA 项目的设计内容与方法；以课外项目化设
计为辅线，熟悉并掌握 BA 项目的施工图设计。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在授课时，以完成课程内的实际工程项目施工图设计为目标，且这个
目标贯穿于课程的始终，课内项目设计以完成某酒店项目的 BA 系统施工图设计为主线，把整个项目工
程施工图分解成多个项目单元，且每个项目单元可分为项目子单元，并以完成每个单元设计为目标的授
课。通过课内项目的每个课程单元项目设计任务的实施，使学生熟悉并掌握 BA 系统的内容及设计方法。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学习期间，在课程外设置课外项目设计任务，课外项目设计以完成某
国贸中心项目的 BA 系统施工图设计为最终任务目标，此 BA 项目设计工作由学生组成项目团队在课程
外时间独立完成。每个项目团队由 3~4 人自由组合而成，每个项目团队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并相
互配合、相互协作、独立完成。通过课外 BA 项目设计任务的实施，使学生在熟悉并掌握 BA 系统的内
容及设计方法的基础上，能够熟悉并牢固掌握 BA 项目的施工图整体项目设计。

3.2. 项目化教学的考核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结合课程项目化实施特点实施与之相对应的过程化考核。在课程项目
化实施过程中，学生需完成课内项目设计，课内项目设计包括每个课程单元的项目设计，因此需对每个
课程单元的项目设计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在课程结束后，针对每位学生的整个课内项目设计，再进
行综合考核，以考核学生对一个完整的 BA 项目设计任务的整体掌握情况。
在课程项目化实施过程中，学生还需在课程外完成课外项目设计，课外项目设计任务的完成情况考
核，以项目组为单位进行考核评定成绩，课外项目设计任务是项目组团队成员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的，由
此，课外项目设计任务的考核以项目答辩形式进行考核，并根据项目组成成员的项目完成情况和项目答
辩情况为项目组评定成绩，这样每个项目组成员都将获得同样的课外项目成绩。
因此，根据《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的项目化实施特点，考核共分以下三个模块：
1） 课内项目成绩。考核方式：答辩，按人评定成绩。每个人阐述自己的设计内容；评委随机提问，
每个人均需熟悉整个项目设计内容及设计过程方可通过。
2） 课外项目成绩。考核方式：看设计成果，项目答辩，按组评定成绩。
3） 期末考试成绩。考核方式：考核基本知识和理论。

3.3. 项目化教学的实施效果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课程项目化实施过程中，每位学生以完成课程单元项目设计任务为目标，
每位学生在完成每一个课程单元项目任务后都有自己的收获，这就大大增强了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
趣，在学习兴趣的驱使下，学生就会主动在这门课程上投入自己的时间，以使自己能够在这门课程上拥
有更大的收获。这就在课程学习上产生了良好的学情循环。
而且，《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在项目化教学实施的基础上，进行过程化考核，为每个课程单相项
目设计任务的完成情况和课外项目设计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由每位学生的过程化考核成绩可以看出，
每位学生的课程项目设计单元完成的很好，以项目组为单位完成的课外项目也同样完成很好，过程化考
核成绩普遍较高。且与以往实施传统教学方式相比较，实施项目化教学后，学生的期末考核成绩也得到
了大幅度提高，学生的综合评定成绩的均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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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项目化教学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体从实施情况来看，
学生在本门课程的课堂进行单元设计任务训练时，表现出来极高的学习热情；学生在本门课程的课堂外
进行项目设计时，表现出了团队协作的意识与精神，并通过自主查阅相关规范文献，树立了规范意识，
培养了 BA 系统的工程素养和项目应用能力。

4. 结束语
应用型高校的建设本质是应用型专业的建设，而应用型专业的建设又与各个专业课程的应用型教学
是密不可分的。结合专业课程特点，实施项目化教学是应用型专业课程有效实施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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